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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会中世纪骑士风，追寻唐吉柯德的足迹

瓦伦西亚由希腊人所创建，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阿拉伯人、摩尔人、哥特人、犹太人也都分别

留下了他们统治的痕迹。城市有新、老城之分，中间以图里亚河为界，古老的图里亚河和一座座

中世纪的古老桥梁飞跨在河道上。穿过古桥，往旧城前行，仿佛穿越百年回到过去。老城里街巷

狭窄，街道两侧小巷内隐藏着许多雕刻、镂花装饰的哥特式老房子，周围簇拥着一间间老式商店

；也有一些是近年翻修的房子。简约的现代建筑与正统的古典建筑紧密挨着，丝毫没有突兀之感

，反而能让人看清楚历史延续的清晰脉络。偶尔会听到踢踢哒哒的马蹄声，一辆装饰简朴的马车

缓缓驶来。走在老城的街道，常常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擦肩而过时，大家会友好的点头示

意。马车缓缓的消失在街道尽头，仿佛又进入了另一扇时间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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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老城区建筑(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桥的另一侧是新城，从最东边的河床开始，超时空地带屹立着“科学与艺术城”。也许西班牙现

代建筑大师卡拉特罗瓦是为了图里亚河“缺水”的遗憾，水成为这片区域设计的基础，拥有起伏

曲线和优美弧拱的艺术馆、球形天文馆、白色骨架状的科学馆以及海洋馆从北向南依次矗立在波

光粼粼的池塘中央⋯⋯这几个建筑代表着瓦伦西亚新技术与新理念的交融。很少有城市能像瓦伦

西亚这样，可以把拥有千年历史的遗产遗址和新千年建造的最新式的现代建筑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行走其中，呼吸着不同世纪的空气，品味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画面。在地中海阳光的眷顾下

，充满生机的古典和张扬的理性和谐并存，这正是瓦伦西亚令人心动之处。

而要寻找纯正的西班牙味道，那就该去卡斯蒂利亚�拉曼却。这是一片盛产曼彻格奶酪和藏红花

的土地，也是世界最大葡萄酒生产地，更是西班牙最勇敢最著名的文学骑士——堂吉诃德的故乡

。当年，那个瘦瘦高高的，有一点神经质的堂吉诃德骑马走过的路，如今已是蜿蜒曲折的公路。

穿过广漠无垠的田野和一片片葡萄园，翻过一座座丘陵，走过一幢幢白墙红瓦的楼房和稀稀落落

的村舍，堂吉诃德的故乡与小说里描绘的几乎一模一样。广袤的平原、荒芜的凄美风景、爬满古

老藤蔓的城堡与和着微风轻舞的风车，这里的每个角落、每个山谷、平原或山脉都有着堂吉诃德

的身影。在村外的乡间小路上，不是扛着锄头在田埂上踽踽而行的农民，就是手持棍棒、像将军

一样带领着羊群的牧人。那些古老的风车至今也依然高高的挺立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巨大的风翅

安装在上面，随着风向不停地转动着，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极其威武雄壮，从远处望去，

恰似一个个英勇无比的西班牙骑士。作为《堂�吉诃德》故事所发生的舞台背景，这片土地充满

着传奇色彩。悠久的历史、绚烂的艺术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就是拉曼恰自治区共同魅力所在，

令人流连忘返⋯⋯

方位：

瓦伦西亚大区位于西班牙东部，濒临地中海，包括瓦伦西亚、阿里坎特、和卡斯特利翁3个省。首

府瓦伦西亚市。这一地区农业发达，沿海的平原、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光照使得这里成为蔬菜、

水果和大米大省，自古以来就是西班牙的第一大粮仓。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瓦伦西亚历史上一直

充当着西班牙通往地中海的门户的作用，被誉为“地中海的明珠”，因此它也拥有海洋港口城市

的独特魅力。此外，细软的沙滩、干净的海水、广阔的海洋和附近的山脉使瓦伦西亚的海滨独具

魅力。

拉曼却自治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心地带，中世纪为基督徒和摩尔人军队之间的地带。这片海

拔600多米的起伏的高原上，赤褐色土地裸露、缺少森林和草原。西侧有托莱多山、东侧有昆卡山

、南缘有莫雷纳山，阻挡了海洋潮湿空气进入。这里的山脉相对不大，但是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

并显示出其独特的生态、地貌、河流以及生物地理的多样性。千变万化而又完全不同的乡间在该

地区的地理中处于优势。

巴利阿里群岛地处西地中海，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南部和北非之间群岛的总面积略大于5,000

平方公里，海岸线的长度为1,239公里，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首府帕尔马（Palma）。位于西班牙本

土东面80～300公里（50～190哩）。由两大岛群组成。东岛群较大，包括主岛马霍卡(Majorca）和

梅诺卡（Minorca），以及另一小岛卡夫雷拉（Cabrera）。西岛群称为皮提尔萨斯（Pitiusas），由

伊维萨（Ibiza）和福门特拉（Formentera）等诸岛组成。巴利阿里群岛是西班牙本土山脉的延伸部

分，两部分则由阿利坎特省（Alicante）那角（Cape Nao）附近的海底山脊相连。岛上地形变化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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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起伏的山陵、高原和低地。梅诺卡岛有大片平原。年雨量低，很少超过450公厘(18寸)，且

集中在春秋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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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瓦伦西亚最棒的体验

   

1、走入“中世纪”小城昆卡，融入山崖上的那片风景

昆卡老城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有的建筑甚至就是悬空着的，仿佛是从山崖里长出来的，浑然天

成。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喷泉、小桥⋯⋯石板铺设而成的地面依势镶嵌在山

坡上，狭窄的街巷遂地势起伏，拾级而上，蜿蜒曲折，气喘吁吁时，却发现前方还有无数个曲折

迂回的阶梯等着你。这是一座处处看得见风景的美丽山城，眼前的美景总是牵引着目光，无论是

古教堂还是博物馆，甚至是那些晾晒着自家衣服的高层民居，这一连串的景致，从惊到喜，中间

还夹杂着来自登高的忐忑与不安。所到的每一处房子，都匠心独运地开有窗户，这些窗户最大的

特色就是将大自然的美丽风光邀请入内，从这里的窗户望出去，河谷的流水就在眼皮底下蜿蜒而

过，而远处的山崖却是压顶而立，让窗内外的景致融为一体，使大自然与人类建筑完美地结合。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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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火光中看见春天的脚步，法雅节点燃春日狂欢序曲

漫长的冬季过去后，褪去沉重的外衣，万物都轻松欢快了起来，人也不例外，在这个季节来到瓦

伦西亚，仿佛走入欢乐之门。三月的法雅节是西方最富有特色的迎春节日。在这里没有地位高低

，没有贫穷贵贱，没有年龄限制，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随意不拘的。当近千座造型各异的

法雅在烈火中燃烧时，震耳的焰火宣布春天的到来！愉悦和欢庆并不是法雅节的全部，震耳欲聋

的鞭炮和燃烧法雅的烈焰更往这个节日里注入了狂热。这是一个关于生命与火焰、热情与欢乐、

相聚与分享、忘却苦难、祈盼春天的节日。焚烧法雅，寓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西

班牙人对于生活永恒的乐观之心在明媚的春天里传染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更以他们特有的

热情，注视着春天女神姗姗到来的脚步⋯⋯

旅人提示：法雅节在每年3月12日至3月19日举行，历时近一周。 

                                               9 / 110



�������

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3、互掷番茄迎红色狂欢，感受不一样的激情

每当西红柿丰收季节，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的布尼奥尔小镇都将迎来高达上万名游客光临，大家

都是来参加一场万人互掷西红柿大战，这让平日里很安静的小镇一下子变得人声鼎沸。番茄节当

天，随着一声令下，当地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万游客冲向满载西红柿的大卡车，抓起这些

“红色子弹”胡乱地向身旁熟悉或陌生的人身上砸去。不一会，个个浑身上下都是红糊糊的西红

柿汁，整个市中心变成了“西红柿的海洋”⋯⋯据说相互扔番茄可以把一年的坏运气和烦恼都扔

掉。和法雅节一样，西红柿节也是西班牙闻名世界的传统节日，西红柿节让这个宁静的小镇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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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欢乐的海洋。在这里，西红柿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丰收的喜悦，还有狂欢的快乐⋯⋯

旅人提示：西红柿节在每年８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举行。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4、到托莱多古城，体会塞万提斯笔下的永恒小城

托莱多古城完好的保存了许多中世纪教堂、寺院、修道院等建筑，这些建筑外形各异，每一处都

有自己独到之处。城区道窄坡斜，街道纵横交织，密如蛛网，奇特的是每个大大小小的街道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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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子铺就的，沿街商店、旅店、酒家、咖啡馆鳞次栉比。这里很难看到大城市里的现代化建筑

，全是几百年来留下来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整个城市显得宁静古朴。只有那教堂的钟声，一声声

响在耳边，是那样地温和动听，令人心旷神怡。用美来形容托莱多是远远不够的。它的宁静、温

馨和祥和，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在蓝得刺眼的天空下，花岗岩城池的历史跟它的自然

景色一样令人着迷，深邃的塔霍河宛如碧玉丝绦缠绕在腰间。辗转于城墙内迷宫般的狭长街巷或

流连于意味深长的古迹遗址之间，每个角落似乎都在提醒东西文化曾在这里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5、到古迹遍地的托莱多参加圣体节，体验神圣的宗教庆典游行

托莱多圣体节的庆祝是西班牙圣体节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节日期间，每个人都会穿上节日

的盛装，家家院子里摆上鲜花和圣母像。圣体节宗教游行从上午10点开始，随着低沉的宗教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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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的香火气息由远而近，原本有说有笑的人们开始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当游行队伍的前导出

现在视野里时，男人们纷纷脱帽致敬，女人们则轻轻地唱起了圣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合唱，

原本的低吟最后变为众人嘹亮的高歌。游行队伍中很多教徒们唱赞美诗或者朗诵经文，随着游行

队伍步行在街道中央。所有的汽车必须停驶让路，耐心等待游行队伍缓缓而过。在古迹遍地的托

莱多，能一瞥西班牙的传统文化是何等深植于民心，这比光去赶一场著名宗教庆典更有意义⋯⋯

旅人提示：圣体节是托莱多最著名的风俗，在复活节后第九周的星期四举行。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6、在风车小镇看梦幻风车，感受“游侠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场景

孔苏埃格拉（Consuegra）地处Castilla-La Mancha的中部，这里是西班牙的腹地平原，干涸辽阔、

低矮的丘陵略显荒凉，种满葡萄的中世纪村庄和古堡始终蔓延着古老质朴的气氛。对于有着漂泊

感和沧桑感的人，这里是游荡的好地方。风车是当地的一大景致，11座古老的风车散落在起伏的

山丘上，形成相当壮阔的景观。这些带有风车的白色建筑是当年人们用风作动力用来加工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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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磨坊，同时，也是塞万提斯笔下正义侠勇的唐吉诃德幻想大战的怪物。走近风车，仰望这些敦实

粗壮的家伙，在强烈的高原阳光下白得耀眼。虽然它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转动过了，但周边那些从

未改变过的景致依然把人带到那个风车活跃的年代⋯⋯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7、“误闯”Benidorm地中海边的嘉年华

Benidorm小镇是欧洲有名的度假胜地。镇子不大，但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和店铺不计其数。一到

夏日，从下午开始，男女老少便占据各家餐馆和酒吧，年轻人则可以一直狂欢到深夜。夜幕降临

，深入镇子内部，老镇的原始风貌依稀可见：狭窄盘错的小道只供步行，小路两旁全是小食铺。

这里的夜生活当然离不开各国风情兼具的酒吧。街头巷尾身着比基尼的女士随处可见，三四岁的

小不点们竟能在舞厅里和大人们一起舞动身体，老年人的丰富活动更是此镇一绝，这里有许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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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为老人而设的酒吧和俱乐部。这新奇的景象让每每经过这里的人们都忍不住从窗口往里张望。这

些场所常常座无虚席，老人们或喝酒聊天，或唱歌跳舞，有时还有喜剧演员给他们讲笑话，气氛

十分轻松愉快。在这里，和在别处旅行奔命于各个名胜的情形完全不同，看似吃吃喝喝没干别的

，但不同的人们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大同的快乐，并将阳光的心情相互传递。“纵情快乐”也

许就是“嘉年华“的精神所在吧。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8、走入戏剧之乡阿尔马格罗，感受不一样的乡间生活

阿玛格罗（Almagro）的老建筑多，而且都是非典型性的西班牙式建筑。老街道、老房子、老风情

，阿玛格罗就象一个悠闲自得的老人，不紧不慢，我行我素，在静谥中透出几丝潇洒和闲情。那

些藏着故事的老宅、古老的街道、高大泥墙的教堂，在静谥中透出几丝潇洒和闲情。这里没有四

层以上的高楼，但有很多老建筑，特别是宗教场所。每当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开幕，艺术的氛围就

洋溢着整个小城。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里距离西班牙著名导演阿尔莫多瓦的故乡很近，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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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回归》，就曾经在阿玛格罗拍摄，也因此在这个小城的旅行，同时也成了一场艺术之旅，一次

电影的探索之旅。 

 (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9、品尝“海鲜饭”，享受瓦伦西亚安逸舒适的生活

和热情的弗拉门戈舞相比，西班牙美食更加丰富和出色。西班牙美食中最不容错过的就是西班牙

海鲜饭，西班牙的海鲜饭在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风味，与其它城市相比，有着西班牙“粮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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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誉的瓦伦西亚是海鲜饭的故乡，这里的海鲜饭最为正宗。这种大杂烩式农家饭的海鲜饭由瓦伦西

亚特有的大米加上橄榄油炒至金黄，然后加入干白葡萄酒和藏红花，再用慢火熬制而成。高明的

大厨会按米饭的成熟时间，分次添入鸡汤，让鸡汤润透米粒，逐渐金黄饱满。走进一家有着浓郁

西班牙风情的小馆，点下一道慕名已久的海鲜饭，品尝店主推荐的一瓶桃红葡萄酒，围坐在露天

的桌边，沐浴在春日的夕阳中，尽情享受着美味，享受着瓦伦西亚安逸舒适的生活⋯⋯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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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瓦伦西亚位于西班牙东南部，气候温暖，东濒大海，背靠广阔的平原，四季常青，气候宜人。全

年平均气温16.9度，大体相当于我国湖南的样子，但夏季不太热，7、8月平均气温只有24度多，最

高气温很少超过30度；冬季温暖，1月平均气温10.2度，相当于我国华中秋末的气温。

拉曼却属大陆性气候，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寒风频繁。终年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低于500毫米，

是西欧最干旱的地方之一。

巴利阿里自治区由马略卡岛等岛屿组成，岛屿有着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气候温和，具有明显的

岛屿气候特征，而较大的湿度也使四季温度变得更加突出。巴利阿里群岛春季的平均气温约为摄

氏19.5度，夏季27度，秋季20.5度，冬季15度，全年的平均气温在摄氏17度左右，各岛屿的平均温

度差别不大。在巴利阿里群岛每年的日照时间都大约在三百天左右。

西班牙四季温差不太明显，全年适合旅游，但11月—3月去西班牙旅行为最佳选择，淡季旅店费用

低，游客也比较少。想参加法雅节活动的最好3月份前往瓦伦西亚，如果喜好游泳最好是夏季前往

。

   

2、其它

免费获取西班牙旅游资料：

发Email到西班牙大使馆旅游处beijing@tourspain.es

，请求提供西班牙旅游资料并附上自己的地址，他们会免费邮寄西班牙的旅游手册。包括马德里

、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等旅游城市的景点介绍、地图、步行路线，还有几本讲西班牙的文化和艺

术。

在西班牙旅游不建议买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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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interrail在西班牙实在派不上什么用。具体来说，用通票除了慢车之外都需要订票，并且需要去窗

口定。建议是提前在网上订票，来回有优惠。而其他快车只要提前预订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另

外如果要省钱的话eurolines大巴也可以考虑，但是比较消耗体力。当然运气好的话能够在

http://www.vueling.com上找到很便宜的机票，一切就看自己的选择啦。

吃饭时间段：

这里人吃饭比其它欧洲国家要晚。早饭是7:30~10:00，这跟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午饭是下午1点到3

点；晚饭是从晚上8:30~10:30

小费：

小费包括在账单里，不强制收小费。如果服务令人满意，尤其是在酒吧和餐馆，通常是会额外给

小费的。

银行：

大多数银行的营业时间从周一至周五上午8:30和下午2时30分至2时开放，星期六只有几家银行早上

营业。有24小时ATM机，和大多数提供国际服务。

信用卡：

大部分酒店，餐馆和商店在瓦伦西亚接受主要信用卡，如美国运通，VISA卡，万事达卡，4B。

电压：

标准电压为220-240伏交流电，50赫兹。变压器和适配器都必须使用北美电器的插头，插头是两个

方形引脚。适配器可在大多数五金商店有售。

邮政：

开放时间平日从早上8:30时至8:30时，星期六上午9:30和下午2:00之间。

更多关于签证及通讯等其它信息请移步巴塞罗那攻略之行前准备

http://d.lvren.cn/gonglue/Barcelona/#s_523635及安达卢西亚攻略之行前准备

http://d.lvren.cn/gonglue/andaluxiya/#s_53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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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四、瓦伦西亚景点概览

瓦伦西亚（Valencia）紧邻地中海，图里亚河灌溉沃土，丽质天成，也注定受人窥视。公元前138

年，罗马人即进驻建“瓦伦提亚”城。瓦伦西亚因此经历了首次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

。公元718年，摩尔征服此地，珍视水源的摩尔人着力规划河渠水道，开垦农地，使瓦伦西亚跃升

为人口达1.5万人的大城。瓦伦西亚四射的光芒吸引了阿拉伯人频繁进出，刺激了瓦伦西亚的文化

交流及经贸改革，也令瓦伦西亚享有其它城市不曾拥有的荣光。

如今的瓦伦西亚虽然已褪去光环，但此地得天独厚的温和气候，广袤绿野，悠长海景一如往昔。

每年3月中旬举行的火节更是唤醒了人们的注意力。它或许不是游客造访西班牙的首站，但行程表

上肯定不会缺了它。这座西班牙第三座大城市，自始至终自信饱满，魅力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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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瓦伦西亚观光局网站：http://www.turisvalencia.es/index.aspx?idioma=EN

相关公交连接：http://www.valencia-tourist-travel-guide.com/valencia-buses.html

瓦伦西亚交通方式：http://www.emtvalencia.es/geoportal/?lang=en_otp#

   

1、瓦伦西亚中央市场

这座占地达8030平方米的圆顶建筑物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型广场。市场名称以瓷砖优雅地嵌入入

口处。入口不大，踏进门内，可见数千个摊位摆卖各类蔬果、鱼肉、火腿的盛况。各种色彩再加

入沸腾的人声，将室内烘托的暖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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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严格地说，这里并不是一处观光景点。不过，若想购买屋子或了解当地风情，中央市场（Mercat 

Central）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市场里商场齐全，物美价廉，精力旺盛的小贩尤其能让你见识到西

班牙式的热情，绝对能令人满载而归。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这座市场早在1928年就开门营业了，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丝绸交易中心，无论其悠久的历史还是

丰富的文化内涵，都值得上门一探究竟。

地址：位于mercado广场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7:00～15:00

   

2、瓦伦西亚大教堂

瓦伦西亚大教堂（Cathedral）自13世纪始建，直到1482才落成，其漫长的修建历程让大教堂得以

见证众多建筑风格的变迁。

入口13座大门昭示着大教堂的沧桑历史，年代最老的Puerta de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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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Palau是罗马式风格，举行水利法庭的Puerta de los Apostoles属于哥特式，主大门则是巴洛克式。教

堂内的主礼拜堂以金、银、翡翠、蓝宝石装饰，极尽华丽之能事，毫不掩饰地展现大教堂恢弘的

气势。附设的博物馆藏有许多珍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南翼礼拜堂收藏的玛瑙杯，传说这个杯子

正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使用的圣杯。紧倚教堂左侧的八角形钟楼已成瓦伦西亚的地标，207级

螺旋梯直通楼顶，考验脚力，但必须付费参观，楼顶上可以360度环视市景。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在Puerta de los Apostoles（使徒门）前举行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水利法庭具有独一无二的形式及权

威性，8位穿着肃穆作风严谨的法官于每四中午12点准时开庭，为农民裁决灌溉用水问题。有意一

睹水利法庭开庭的游客请提早前往，若逢风调雨顺，法庭无案可议，会当场立即宣告休庭。

地址：坐落在Bordadoras. Micalet. Barchilla等街环绕处

开放时间：八角楼周一至周六10:00~12:30，16:30~19:00；周日10:00~13:00 

17:00~19:00；博物馆周一至周五10:00~13:00，周六16:30~18:0010:00~13:00，周日休馆

门票：八角楼1.2欧元，博物馆1.2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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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3、瓦伦西亚圣母教堂

瓦伦西亚圣母教堂（Virgen de los Desamparados）和大教堂之间以一道桥廊相连。圣母教堂外观朴

实，陪衬于一旁的喷泉反倒显得突出醒目。这座圣母教堂堪称是瓦伦西亚市民的信仰中心。内部

装饰华美，切莫过门不入。

这座备受市民尊崇的圣母教堂建于1652～1667年间。主礼拜堂呈椭圆形，Antoni Palomino巧绘穹顶

礼赞圣母，典雅的圣母雕像手持权杖，身披长袍，慈爱地怀抱着圣子俯视众生。立于两侧Saint

Vicent Martir及Saint Vicent Ferrer 出自Esteve Bonet之手，同样深受市民景仰。 

 (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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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主礼拜堂面积不大，汹涌的人群和崇敬的诚意常满溢而出，不仅凸显了市民对圣母的敬仰，也成

了圣母教堂的一大特色。信徒每年两度定期向圣母表达崇敬之意。一次为5月的第二个周日，信徒

当天举着圣母游行；另一次是在3月的火节，圣母将为花海所环抱。这两大节庆都会有成千上万的

信徒参与，盛况感人，也着实惊人。

地址：和大教堂紧邻

   

4、塞拉诺斯楼和奎尔特楼

瓦伦西亚拥有肥沃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11世纪，穆斯林就以大教堂为城市

中心，建起了第一道城墙，也由此开启了一段黄金时代。1365年，King Pedro 四世再筑新城墙，12

道厚实的城门固若金汤，拓展出了3倍的领土面积，自此奠定了瓦伦西亚独霸一方的声威。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到了1865年，由于实施都市规划整建郊区，城墙被拆毁殆尽，如今仅留下塞拉诺城楼（Torres de

Serranos）和奎尔特城楼（Torres de Quart）诉说着历史。外观威严依旧的塞拉诺城楼由Pere Ba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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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r建于1392－1398年。哥特式的装饰使这处军事要塞平添了几分柔美，这在当时一大创举，直到今

日，仍是全欧知名的范例。

由入口沿着石阶一路曲折地登上塔顶，不难嗅出藏在角落里的战火气息。昔日城门开闭全依大教

堂钟响决定，现在规矩虽废，塞拉诺城楼万夫莫敌的气势依旧不减当年。

地址：市区北部的Plaza Fueros

门票：塞拉诺成人2欧元，儿童1欧元，周六日免费入场；奎尔特城楼免费

开放时间：4-9月周二至周六09:30-14:00、17:30-21:00；周日09:30-14:00，10-3月周二至周六10:00-14:

00、16:30-20:30；周日10:300-15:00

交通：乘2、5、6、8、11、16、26、28、29、36、80路公交车在Torres de Serranos站下车

   

5、瓦伦西亚交易中心

西班牙拥有多达41处的世界遗产，数量傲视全球，游客一旦踏上西班牙领土，就无时无刻不享受

着西班牙丰盛的文化盛宴。位于瓦伦西亚市中心的交易中心（La

Lonja），即以精致的哥特式建筑展现世界遗产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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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这座气宇不凡的建筑是因鼎盛的丝绸商贸，于1483年2月5日落成启用的，其后历经整建，才成就

今日规模。屋内正厅宽21.39米，长35.6米，高17.4米。矗立在厅内的8根石柱呈螺旋状，象征着扭

缠的船绳和丝绢。巨大的立柱从大理石地板耸立至拱顶，许多举足轻重的经贸契约就是在这拱顶

下落笔签订。

这幢见证历史的古建筑，无疑是哥特式建筑的完美代表，每个细节都是创意与实用的结合。自外

墙伸出的28个出水口仿自传说的魔怪，造型虽极尽夸张之能事，但导水功能却是无懈可击。

交易中心虽曾作为麦仓和医院使用，但迄今仍不脱商贸气息，每周日在正厅定时举办钱币及邮票

交易集市，不妨亲临一观。

地址：位于Mercado广场的Mercat Central附近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9:15-14:00 ，16:30-20:00；周日9:00-13:30；周一休息

门票：成人2欧元，儿童1欧元，周六和周日免费入场

   

6、瓦伦西亚现代美术学院

这座瓦伦西亚现代美术学院（Institut Valencia d'Art Modern；IVAM）以西班牙首座现代艺术馆闯

下名声，跻身西班牙重量级美术馆之列，丝毫不输毕加索美术馆和米罗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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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美术馆由瓦伦西亚建筑师Emilio Gimenez 和Garlos Salvadores

联手打造，于1989年2月隆重开幕。馆内长期展出当地雕刻家Julio Gonzalez和画家Ignacio Pinazo

Camarlench的作品，并开办许多前卫创新的特展，给予新兴艺术家展示的机会。

馆内展示空间的设计活脱脱就是一件艺术品，参观线路灵活，展室明亮宽敞，一件件蕴涵着现代

艺术灵感的作品散置其间，游客可轻松闲适地沉浸在现代艺术的氛围中。

交通：乘5路公交车在美术馆门口Guillem de Castro站下车可达

地址：Avenida de Guillem de Castro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0:00-20:00或22:00；周一休息

门票：成人2欧元，学生1欧元，周日免费

网址：www.ivam.es

   

7、法雅博物馆

如果有可能，应该选择在3月13日至3月19日亲临瓦伦西亚参与火节盛会，见识烈焰焚城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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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错过了也别遗憾，法雅博物馆（Museu Faller）可一偿夙愿。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要了解法雅节（即火节）的始末及精彩场面并不难，历年来的庆典细节，包括照片、资料、海报

以及塑像，都收藏在法雅博物馆内。在火节中浴火献身的塑像是馆方展示的重点，每年投入塑造

偶像的人力、时间和财力都是天文数字，从馆内藏品可真切了解艺术家运用有限材质，使梦想成

真的惊人之举。 

在学院派主导的艺术评论标准下，火节塑像肯定难登大雅之堂，它寿命短暂、用材简陋，但取材

贴近人心，充分抒发市井小民的情感，这些可不是深藏在艺术殿堂中的艺术品所能达到的。

除去第一名的佳作，所有耗尽艺术家心血的塑像都在3月19日午夜献身火海。因此，法雅博物馆馆

内的藏品都是独占鳌头的杰作，值得仔细观赏。

交通：乘14、13、19路公交

地址：在Avenida de la Plata及C.Alcalde Reig 两街交汇处

开放时间：4月－9月周二至周六9:15-14:00，17:30-21:00，周日9:15-14:00；10月-次年3月周二至周六

9:15-14:00，16:30-21:00，周日9:15-14:00，周一休息

门票：成人2欧元，儿童1欧元，周六和周日免费 

                                             29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70&do=album&picid=50237


�������

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8、瓦伦西亚艺术科学城

瓦伦西亚艺术科学城（Ciudad de las Artes Y las Ciencias）是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

瓦设计的“星球大战”式建筑，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1991年起动工，耗资数亿元，是欧洲跨世

纪最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如今已完成的天文馆、科学馆和歌剧院沿瓦伦西亚一片干涸的河床分

布，天文馆像一只时开时闭的眼睛，科学馆则是一排鱼椎骨，歌剧院是一只巨大的贝壳，三者在

水面的镜像作用下产生梦幻的倒影效果，为瓦伦西亚整座城市注入了起死回生的魔力。

天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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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天文馆球形的天文馆被覆盖在一个透明的拱形罩下，罩长110m，宽55.5m。这个混凝土结构的造

型及其运作过程十分诱人：在罩的一侧，一个巨大的门上下开启与闭合，露出里面的球形天文馆

，就像是一张一合的眼帘。当这种运动反射在前面的浅水池中时，眼睛的联想就更为强烈了。

歌剧院（索菲娅王后大剧院）

索菲娅王后大剧院看上去像是一艘远航的太空船！计者用闪闪发亮的砖块覆盖了整个大剧院的表

面，使其外表如同悉尼歌剧院一样能在白天和夜晚发光。索菲娅王后剧院的内部有4个表演区，主

厅座位1700个，能表演交响乐、芭蕾和戏剧，也可作为露天演出场所，能同时容纳4000名观众。

科学馆（菲利佩王子艺术科学宫）

科学馆设计灵感同样来自于大自然。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先生惯于用动物骨骼、鸟类的

羽毛、甲壳类动物的外壳说事！

门票：三景点联票成人30.6欧元，儿童23.3欧元

网址：www.cac.es

交通：从市政广场（Plaza del Ayuntamiento）乘35路公共汽车，从Torres de Serranos或Plaza de

America广场乘95路公共汽车都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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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两水侯爵宫

两水侯爵宫（Palacio del Marqués de Dos Aguas）里贝尔噶拉（Vergara）用雪花石膏（alabastro）完

成的大门很出众，可谓夸张装饰的杰作。华丽的建筑和里面的内容保持一致，这里同样是国家陶

瓷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de la Cerámica）的所在地，会有很特别的不同时期的展览，从史前的

到毕加索时代的都有，博物馆虽小却令人惊艳也很优雅。

博物馆门票：成人2.4欧元，儿童1.2欧元，周六下午和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10:00-14:00，16:00-20:00，周日10: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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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昆卡景点概览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1996年，昆卡（The Historic Walled Town of Cuenca）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布为世界

文化遗产城市。这是由于其原始的城市景观、中世纪的城堡，以及从12世纪到18世纪丰富的民间

和宗教建筑得到了最好的保存。所有这些特色，加上城市与绝妙的自然环境的非凡融合，使它成

为一个非常独特、充满魅力的城市。昆卡为人们提供许多艺术、历史、探险运动、温泉和狩猎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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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勒曼加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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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Mangana塔的小道(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托勒曼加纳塔（Mangana Tower）的起源仍不清楚，1565年的一幅画曾画过这个塔，表明当时托勒

曼加纳塔已经建立起来。18世纪时，托勒曼加纳塔遭到过雷击，后来，19世纪的西班牙的独立战

争中又受到法国士兵的攻击，该塔遭到严重破坏。托勒曼加纳塔被费尔南多阿尔坎塔拉重建成Ne

omudejar风格，该风格受到阿拉伯装饰图案的影响。1968年建成现在这个模样。老城区每隔15分

钟就可以听到钟声。从这里可以看到Jucar的峡谷和现代街区的景观。

地址：从马约尔广场Plaza Mayor步行即可抵达

交通：从Plaza Mayor，Cuenca，Espa�a到Torre de Mangana，Cuenca，Spain

仅有300米远，走路只需要4分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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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悬屋/悬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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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悬空楼（Casas Colgadas，也称不安全的房屋）是昆卡最有名的建筑之一，可以说是这个城市的象

征性建筑。它建于15世纪，位于绝壁顶上，直接楔入式地建在一大块岩石上，保留了中世纪时的

木造结构，这里原是红衣主教的府邸。阳台Puente de San Pablo（建于1902年）是一座穿过峡谷的

铁制人行桥，站在上面可以看着悬屋（以及古城其他部分）的壮丽景象。1927年整修时加盖的阳

台伸到了峡谷外面，仿佛垂直悬浮于半空中，看上去也是摇摇欲坠。悬屋之中有一所房子是Muse

o de Arte Abstracto Espanol博物馆（tel 969212983；成人/学生3/1.5欧元；时间周二至周五11am-2pm

和4-6pm，周六11am-3pm和4-8pm，周日11am- 2：30pm）收藏有索贝尔（Zobel）、森佩雷（Semp

ere）、米利亚雷斯（Millares）和奇利达（Chillida）的作品。

交通：从Torre de Mangana到Casas Colgadas有450 米距离，步行6 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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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昆卡圣保罗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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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昆卡圣保罗修道院（San Pablo）建于16世纪，这座教堂完成于18世纪，洛可可风格建筑。修道院

一直由多米尼加僧侣管理，19世纪移交给保禄神父，直到1975年，由于建筑物的可能崩溃，这里

的人才陆续撤离。修道院在20世纪90年代重建，用作酒店之用。

交通：从悬空楼到圣保罗修道院有650 米距离，步行8分钟可达。 

                                             39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351&do=album&picid=50305


�������

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4、昆卡大教堂

昆卡大教堂经常被称作古老的大教堂（old

Cathedral），建立在前印加人建筑基地上。始建于1557年。位于Abdón Calderón露天广场。昆卡

大教堂的正立面不是西班牙最好的——它是16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实验品，20世纪被修复。它的亮

点是几扇精美的彩色玻璃，这是1990年当地艺术家竞赛的结果。这种抽象的设计融合了哥特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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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特点和高贵的穹顶艺术。

门票：成人2.5欧元，12岁以下免费，导游0.5欧元

开放时间：5-10月9:00-14:00，16:00-19:00；11-4月9:00-14:00，16:00-18:00

   

5、马约尔广场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在到达马约尔广场（Plaza Mayor，也称市长广场）前，可以步行穿过梅尔塞德广场（Plaza de la

Merced），在那的教堂和拉梅尔塞德（La Merced）修道院以及伟大的圣胡利安神学院（Seminary

of San Julián），可以看到昆卡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典范。在马约尔广场上耸立着市政厅的拱门和建

在前清真寺遗址上的格雷西亚圣母（Nuestra Senora de Gracia）哥特式大教堂。其结构交替了哥特

式、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艺术和建筑风格元素，是长期的建筑结果。改教堂的正面还未完

成，有着木制的阳台和锻铁的格子窗，第一层现在被用来做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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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卡大教堂不远处是Museo Diocesano博物馆（tel 969224210，Calle del Obispo Valero 2；成人票1.8欧

元；时间周二至周六11am-2pm和4-7pm，周日11am-2pm）收藏了两幅格列柯的画作，还有一副拜

占庭时期的折闭式双连画。

交通：圣保罗修道院到马约尔广场有750 米距离，步行9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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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略卡岛首府帕尔马景点概览

马略卡岛（Islas Mallorca）是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s Islands）中最大的岛屿，位于巴塞罗那和瓦伦

西亚海岸附近，面积3640平方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南北长75公里。以土耳其蓝的海水，翠绿的

山峰及特殊的石灰岩地形著称。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如其多变的美景，岛上不仅有大量的历史遗迹

，还有重量级的美术馆。

音乐家肖邦和法国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就曾在马略卡岛度假养病。作家彼得�科尔（Peter

Kerr）也以全家人在马略卡岛生活的点滴创作出《夏日农庄》。艺术大师米罗（Joan Miro）也于1

956年在马略卡岛完成其大画室，并从巴塞罗那迁移至此。知名的鞋子品牌Camper也来自马略卡

岛。 

马略卡的首府是帕尔马，那里有混乱的后街小巷和高耸的哥特式教堂，倘佯其中可以得到无穷乐

趣。它自古以来就令各方人马垂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摩尔人，甚至连海盗都曾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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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土地的主人。直到1229年，加泰罗尼亚国王Jaume

I结束了穆斯林在这座地中海小岛的统治，继任的Jaume II、Jaume III在1262-1349间建立了马略卡王

国，开始建设帕尔马。其后，由于屡次为海盗和私掠船肆虐，帕尔马的老教堂、宫殿、豪宅躲藏

在18世纪城墙中，诉说着繁荣的过去。漫步在帕尔马的旧城区中，豪宅及个性商店伴随游客进行

最华丽的探险。

市内公交线路网址：http://www.emtpalma.es/EMTPalma/Front/listadolineas.en.svr

公交位置地图：http://www.emtpalma.es/EMTPalma/Front/donde_estoy.en.svr

   

1、贝尔维尔古堡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扼守全马略卡岛制高点的贝尔维尔古堡（Castell de Bellver）是摩尔人统治帕尔马时留下的最具代

表性的建筑，古堡为环形设计，拥有4座塔楼，和防御性的护城河，还有精致的拱门回廊，是欧洲

少数的环形城堡之一。登上古堡顶端，整座帕尔马港湾尽收眼底，海面上点点风帆破浪前进。城

堡建于1300～1310年之间，由马略卡国王Ja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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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下令兴建，采哥特式建筑风格，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

交通：从帕尔马市中心乘3、4、20、21、22路公交车可达

开放时间：4月～9月周一至周五8:00～21:00，周日10:00～19:00，10月～次年3月周一至周六8:00～2

0:00，周日10:00～17:00

电话：971-730-657

门票：2.5欧元

地址：C/Camilo Jos Cela，s/n 

   

2、帕尔马大教堂

哥特式的帕尔马大教堂（Catedral de Palma de Mallorca）临水而立。守望着帕尔马湾（Badia de

Palma）和渔港，壮观的沙岩建筑和谐优雅，是Jaume I下令在旧清真寺原址起造的。教堂内除了绚

丽的玫瑰窗（1370年）和极高的拱顶之外还有3座中殿：主要中殿是圣三位一体礼拜堂（Capella de

la Trinidad 1329年）。里面长眠着Jaume II、Jaume III；皇室礼拜堂（Capella de Corpus Christi）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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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迪在1904～1914年间重新打造，位于祭坛正上方的圣体（Baldaquino）的独特铸铁造型就出自

高迪之手。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而其正面也极为突出：威严柱（Portal Mayor）门由14根高达22米的柱子支撑着：由Guillermo

Sagrera所雕刻的Portal de

I'Almoina（1498年）则是极简的哥特样式。此外，还有饰以几何学和以蔬菜为主题的Portal del

Mirador门。

海洋公园（Parc de la

Mar）就在教堂下方，是另一个休憩的好所在，雕刻、喷泉等公共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地址：Carrer del Palau Reial 9

门票：4欧元，学生3欧元，10岁以下孩童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6月-9月周一至周五10:00-18:30，周六10:00-14:30，4-5月及10月周一至周五10:00-17:30，

周六10:00-14:30；11月-次年3月周一至周六10:30-14:30

网址：www.catedraldemallor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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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帕尔马皇宫

帕尔马皇宫（Palacio Real de la Almudaina）位于大教堂对面，是一座位于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马略

卡岛帕尔马的堡垒式宫殿，它的名字的含义是“建在城墙外面的堡垒”的意思。它由阿拉贡国王

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的马略卡独立王国修建，马略卡独立王国后来并入阿拉贡王国

。现在的城堡是由 1281年的摩尔人的城堡改建而来的。城堡包括长方形的塔楼、国王宫殿、女王

宫殿以及王室小教堂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宫殿内部有大量的不同时期的壁毯和家具。这座宫

殿现在是西班牙王室的夏季住所。 

开放时间：4月-9月周一至周五10:00-18:30；10月-次年3月周一至周五10:00-14:00，16:00-18:00，周

六10:00-14:00

地址：Calle Palau Reial s/n 07001 Palma (Mallorca)

网址：http://www.patrimonionacional.es 

电话： 34 971719145/ 34 971214134

门票：成人4欧元，学生2.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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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帕尔马旧城区

帕尔马旧城区（Old Town）的阶梯曲巷是传统的摩尔迷宫街区形式。寇特广场（Placa de

Cort）上有由16世纪的医院改建而成的巴洛克式市政厅及现代主义建筑El Aguila。穿越旧犹太区和

Calatrava区，就会看到旧犹太教会堂Synagogue及帕尔马的首座基督教堂——圣尤拉利亚教堂（Esgl

esica de Santa Eulalia）和哥特式的圣方济修道院（Convento de San Francisco）。建于13世纪的圣方

济修道院，有着精雕细琢的巴洛克式门面，回廊目前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Serra街7号的阿拉伯浴

室（Banys Arabs）建于10世纪，完整地保留了12根立柱的地底加热系统，是岛上最古老的遗迹。U

nio街上坐落着不少新艺术风格的建筑。Caixa基金会是马略卡的文化中心，原址是建于1903年的Gr

and Hotel。对街的面包店El Forn des Teatre是另一座独特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不妨试试这里美味的

Ensaimadas（盘旋成形的小圆面包）和著名的Gato（杏仁蛋糕）。

地址：Passeig des Born林荫大道与Unio街及Placa Major之间

   

5、帕尔马米罗基金会

距离帕尔马港4公里的米罗基金会（Fundació Pilar i Joan Miró a Mallorca）是马略卡岛上的另一个

热门景点。这里原本是米罗的居所兼工作室。目前展示着米罗的画作、雕刻、素描和重要文件。

工作室依大师生前时的原样陈设。除了图书室，另外有展示大型雕刻作品的花园，是个兼具艺术

与休闲功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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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地址：Carrer de Joan de Saridakis 29

交通：从帕尔马市中心搭乘3、6路公交车可达

开放时间：5月中旬-9月中旬周二至周六10:00-19:00，周日10:00-15:00；9月中旬-次年5月中旬周二

至周六10:00-18:00；周一、12月25日至1月1日休息

门票：6欧元、半票3欧元，16岁以下儿童和周六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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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帕尔马当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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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帕尔马当代美术馆（Museo de Arte Espanol Contemporaneo）就位于热闹的商业区中。这座美术馆

建于1990年12月，其后6年间由马略卡建筑师Antonio Juncosa增设为两层楼房。美术馆主要展出西

班牙当代艺术家的创作，除了特展之外，还可以欣赏到毕加索、达利、米罗等大师的作品。

地址：Carrer Sant Miquel 1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8:30，周六10:00-14:00，周日及节假日休息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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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略卡岛其它马景点概览

   

1、索耶尔

从帕尔马去往索耶尔（Sóller）的途中景致宜人，漫山遍野的柑橘、橄榄，令人感叹。坐在索耶

尔宪法广场（Placa Constituco）的咖啡座、餐厅里，一边享受香醇的咖啡或美食，一边看着叮铛

穿过的窄轨火车，绝对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这座小城拥有数栋颇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建筑，例如

建于14世纪的Sant

Bartomenu教堂、现代主义风格的银行、新艺术风格的豪宅及奥地利皇太子Archduke Luis

Salvador的宅第等。漫步其中，除了宁静，还是宁静。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地址：位于Sierra Tramontana 山间溪谷中，靠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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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前往：从帕尔马到索耶尔可从帕尔马西班牙广场上的Ferrocarril de

soller车站乘211公交车，每天5班，约需45分钟；或从帕尔马乘著名的老式火车前往。

   

2、波颜撒

波颜撒（Pollenca）因为生机勃勃的港口和清澈的海水成为岛上最热门的观点，尽管如此，当地仍

有一种远离喧闹的独特纯朴。小城边上还保存着一座古意盎然的罗马桥（Pont

Roma），位于卡瓦利山顶（El Calvari），小而美的Oratori礼拜堂也不容错过，从该处向下眺望，

远处的耕地与城里的石屋相应成趣，令人感叹不已。

坐落在游客服务中心旁边的圣多明哥修道院有着巴洛克式的祭坛和哥特式的屏风，每年七八月音

乐节期间，逢周三和周六晚都会在此地举办音乐会。

地址：位于马略卡岛最北处

如何前往：从帕尔马到波颜撒可从帕尔马公交总站乘坐340公交或坐火车到inca，然后转341公交到

波颜撒。

   

3、巴利德莫沙

巴利德莫沙（Valldemossa）小城十分简朴，由数条陡峭的街道组成，石块建筑物间繁茂的植物呈

现出纯朴的自然景色。周围处处是繁茂的橄榄树和杏树，若在冬末初春时节来此地旅游，触目所

及，尽是漫山遍野的杏花，偶尔还会飘起雪花，景色殊绝。

城内最有名的是皇家卡尔特会修道院，不但Jaime II曾住过这间修道院，肖邦和乔治�桑的到访更

是让修道院更是让修道院成为另类的朝圣地点，增添了些许多文艺气息。肖邦的《雨滴》（Prelu

de Op28）就是在雨夜的修道院中创作出来的。乔治�桑也曾以岛上的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为原型

写出了《马略卡之冬》。肖邦的乐谱、零散的手稿和钢琴目前都保存在修道院的博物馆内。夏季

，修道院和花园还会定期举办纪念演奏会。

地址：距离帕尔马仅17公里，介于Sierra de Tramuntana和地中海之间

如何前往：到帕尔马公交总站乘坐210路公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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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皇家卡尔特会修道院Real Cartuja de Valldemossa

修道院位于巴利德莫沙镇的埃斯普约尔山丘上。最初，海梅二世国王于1321年下令修建桑乔国王

王宫。1399年仁慈的马丁国王在宫内修建了巴利德莫沙皇家修道院，并把它转让给了圣布鲁诺的

僧侣们。现在的修道院已不是最原始的，院内最古老的建筑是圣母玛丽娅殿，建于16世纪初。修

道院内部装修由一些著名艺术家和工匠联合完成。1838年，随着修道院改为私人所有，僧侣们便

不再住在这里。

地址：Carrer del Palau Reial 9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9:30-13:30、15:00-20:00；周六及周日10: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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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7.5欧元，学生和儿童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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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托莱多景点概览

整个托莱多（Toledo）城不大，走路可达，相距最远的景点步行距离不超过20分钟。

尽管托莱多是因为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定居于此才声名大噪的，但它在西班牙历史与宗教上也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托莱多的旧城同样也被坚固的城墙所包围，漫步在旧城内别有一番中世纪的感觉。而且，由于长

久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影响，这里一直保有多元文化，有“三个文化之城”的美誉

。

   

1、索科多佛广场

1465-1960年间，索科多佛广场（Zocodover）一直都是周二集市的所在地。除此之外，这里也是托

莱多人欣赏斗牛比赛的地方。广场四周有不少露天咖啡座和餐厅，因此这里也是当地人经常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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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的地点。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2、阿尔卡萨尔城堡

阿尔卡萨尔城堡（Alcazar）盘踞在城市最高点，最初很可能是罗马人所建的碉堡，之后随着统治

政权的更迭，城堡的角色也随之不断转变。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这座城堡曾遭到严重破坏

。之后佛朗哥将这里重新翻修成军事博物馆。一、二楼的房间里的展示各式军服、军用品、枪支

和大炮，还播放一段当时敌军威胁处决指挥官之子要求指挥官投降的对话录音。此外碉堡的地下

室也布置成了当年战争期间供军队使用的病房和寝室的模样。

交通：自索科多佛广场步行约2分钟可达

地址：Cuesta Carlos V,2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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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2欧元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3、圣托梅教堂

圣托梅教堂（Iglesia de Santo Tome）拥有典型的穆得哈尔六角形高塔。这里最有名的收藏品是埃尔

�格列柯所绘的《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Entierre del Conde de Orgaz)，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

属于格列柯式的西班牙画风，下层则采用意大利画派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宗教的狂热程度

。这里参观人极多，常常排成长龙，所以最好在刚开馆的时候去。

交通：从大教堂步行前往约5分钟可达

地址：Blaza del Conda s/n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周五至19:00）

门票：1.9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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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4、托莱多大教堂

托莱多大教堂（Catedral de Toledo）为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建筑及巧夺天工

的雕刻，让这座教堂享有崇高的声誉。

早在古罗马时期，这里就已经是宗教圣地。646年，托莱多主教正式将它纳为天主教堂之列。然而

，在穆斯林统治的3个世纪期间，教堂变成了清真寺。之后，又被天主教教徒收复。1085年，尽管

阿方索六世保证穆斯林仍可继续使用这座清真寺。但不久协议破裂，清真寺遭到彻底破坏，在13

世纪时重修为大教堂。

大教堂原为哥特式教堂，但保留着混合历史元素的建筑风格。穆得哈尔式的美术风格在教堂内不

一一展现，而在礼拜堂中显露的却是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此外，主祭坛后方另有一座大型圣坛

（The Transparente）则采用邱里格拉风格的巴洛克式设计。多样且繁复的设计多少弥补了教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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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不足的缺憾。

由于这座教堂的知名度实在是太大了，凡需验票入内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所以最好一早就前往

参观。

交通：从索科多佛广场步行前往约5分钟可达

地址：Arco de Palacio 2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30-18:30，周日14:00-18:30

门票：成人7欧元，12岁以下免费

   

5、埃尔�格列柯故居

来到托莱多，当然不能错过与希腊籍画家埃尔�格列柯有关的景点。埃尔�格列柯是希腊克里特

岛人，出生于1541年。1577年，格列柯来到托莱多为一座修道院画主祭坛，从此和托莱多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是一位狂热的宗教画家，画风原本深受意大利风格影响，但后来却逐渐表现出浓厚

的西班牙色彩。1614年，他在托莱多逝世。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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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格列柯故居（Casa y Museo del

Greco）是必游之地，里面除了展示其20余幅画之外，画室与房间也依原样保存。

交通：从圣托梅教堂步行前往约2分钟可达

地址：Samuel Levi s/n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10:00-14:00，16:00-18:00，周日10:00-14:00

门票：2.4欧元

   

6、托莱多圣母升天犹太教堂

这栋犹太教礼拜堂（Sinagoga del Transito）是托莱多原有的十座犹太教堂中仅存的两座之一，同样

属于穆得哈尔风格。千万不要被教堂平淡的外表所迷惑，迈进教堂内部，墙壁的上半部分和祭台

间周围的穆德哈尔式装饰会让你赞叹不已，雪松木的天花板也精美无比。大厅内保存着54座珍贵

的小型拱窗，对于见惯了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游客来说，不失为一种新的体验。教堂的侧房

中还有座精致的犹太博物馆，里边展示了不少西班牙的犹太文化史迹与文物。可于黄昏时来参观

。

交通：从埃尔�格列柯故居步行前往约2分钟可达

地址：Samuel Levi s/n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10:00～14:00 16:00～18:00  周日10:00～14:00

门票：2.4欧元

   

7、圣十字美术馆

圣十字美术馆（Museo de Santa Cruz）的前身为圣十字医院，里面收藏有埃尔�格列柯和利贝拉的

作品。另外，也展示考古文物与针织品。馆内还有一座伊斯兰风格的中庭回廊。里面禁止摄影，

馆方要求游客将相机寄放在售票处。 

                                             62 / 110



�������

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交通：从索科多佛广场步行前往约3分钟可达

地址：M. De Cervantes,3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10:00-18:30，周日10:00-14:00

门票：免费

   

8、圣胡安教堂

圣胡安教堂（ Iglesia de San Juan de los Reyes）融合了哥特式与穆得哈尔风格，原是伊莎贝尔女王与

费尔南多公爵于1476年为安置自己的陵寝而兴建的教堂。不料，他们最后却决定长眠在格拉那达

。教堂内的回廊值得参观，回廊的拱门上有伊莎贝尔样式的装饰，条柱上刻着天主教统一西班牙

后的徽章，一楼是哥特式风格，二楼则是银匠式风格。

交通：自圣母升天教堂步行前往约2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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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Reyes Catolicos,17

开放时间：10:00-14:00，15:30-18:00

门票：1.9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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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游在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魅力所在：法雅节、现代派建筑和老城（及海边）街道。旧城区可观赏古老的建筑和阴

暗的小巷，海边的街道则能闻到柑橘的清香，在海边的餐厅还可以品尝“巴埃里亚”。游览可从

市政广场开始。市内的丝绸市场于199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

游览线路：两水侯爵宫—大教堂—圣母教堂—塞拉诺城楼—现代美术馆—中央市场—交易中心

两水侯爵宫Palacio del Marqués de Dos Aguas：国家瓷器博物馆。

大教堂Catedral：金碧辉煌。

圣母教堂Mare de Déu deis Desemparats：教堂前广场上有喷泉，广场由大理石铺就。

塞拉诺城楼orres de Serrans：古城墙的一部分，城墙在19世纪中叶被拆除。

瓦伦西亚现代美术馆Institut Valencia d'Art

Modern(IVAM)：西班牙首座现代艺术馆闯下名声,丝毫不输毕加索美术馆和米罗美术馆。

中央市场Mercat Central：想了解巴伦西亚人的美食，去一趟中央市场便可知晓。

交易中心La Lonja：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有几个圆柱托起的大厅，里面还使

用着古老的桌子，螺旋状的柱子上装饰有象征意义的长角动物。

下火车后，先到火车站里的Tourist

Information那要了张带观光游览信息的地图。如果没有事先预订旅馆，可以再要一份Hotel List。

   

2、游在马略卡岛

D1：大教堂－皇宫－贝尔维尔古堡－旧城区

帕尔马城蛮古老的，石头房子，巷子窄窄的，棕榈树、海水，浓郁的地中海风情滚滚袭来。

到帕尔马市区转，大教堂当然是第一站。紧接着去山上的贝尔维尔古堡。可以坐附近的50路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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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贝尔维尔古堡；如果人多，乘坐taxi也很方便，从大教堂出发到古堡只需7欧元；也可乘坐双层

的观光bus50，每天每人15欧可以到。Mallorca的物价很便宜。从城堡下来坐3路车就能到PLAZA

REINA，购物中心，走两三分钟就是卡泰多拉尔教堂。

D2：帕尔马－索耶尔－DEIA－巴利德莫沙－帕尔马

前往：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na）是帕尔马的交通枢纽，很大，往地下走有长途bus，车票在司

机那里买，搭乘bus211直接到索耶尔（终点站port de soller）。

返回：从索耶尔回帕尔马绕行deia和valldemosa的bus210，从port de soller回到帕尔马需要1.5小时。

Port de Soller是一个天然海湾。四周都是山，水很蓝，山的角落里有个隐蔽的开口通向大海，沿途

可看见木制小火车的轨道，木制小火车开起来吱吱嘎嘎的。从这里坐到soller村只要4欧。街道两

边很多买东西的小店和餐馆，沿着路继续往山上走,街道窄窄的，房子都是地中海风情的样子，却

很新，到山顶要走10几分钟，不高，有个观景台，边上是个航海博物馆，俊俏的岩石和幽蓝的海

水与海鸥们翱翔的身影交相辉映，让人心旷神怡。可乘坐那里木制的旧火车。

Deia是个十分漂亮的村落，是43座西班牙最美丽的古镇之一。房子们层层叠叠的建在半山腰，很

时尚的地中海风格石头屋，路边有不少柠檬树，橘子树和橄榄树。

巴利德莫沙因为肖邦和乔治桑的缘故带着小资色彩。每家每户不管是阳台，花园还是门前种的花

花草草使村子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村民更加懂得生活的情调，完全没有西班牙式的粗犷，优雅精

致得让人往往会产生法国式罗曼蒂克的感觉。村子都是在半山腰，走到海边要一段时间，比较适

合做个小徒步。

   

3、堂吉诃德之旅

D1：马德里—埃斯基维亚斯（Esquivias）

乘坐西班牙最大的巴士公司ALSA的巴士前往，网址：http://www.alsa.es/

。从马德里到Esquivias班次有6:00-20:30每半个小时一趟大巴，行程2个小时左右可到。

埃斯基维亚斯是文坛巨匠塞万提斯的故乡。游览时最容易就找到的地标是市中心的塞万提斯广场

。沿着这条从塞万提斯广场起始的老城马约尔街是像广州市中心那种二楼住人底层行人和商铺的

骑楼街，据说这条是西班牙最长的骑楼街。马约尔街通向大文豪的出生地——塞万提斯故居博物

馆，伟大的西班牙作家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就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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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塞万提斯故居博物馆牌子，免费参观。每周二到日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开放，周一、圣

诞节和元旦休息。他们家的旁边是古老的安特萨那医院，建于1483年，在一个宗教团体的资助下

一直运行到现在。当时这位西班牙最伟大作家的父亲罗德里格�塞万提斯是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

。原先的圣塔玛利亚教堂，现在常年举办塞万提斯生平展览。

D2：埃斯基维亚斯Esquivias——托莱多Toledo

    “不久以前，就在拉曼却地区的某个村镇，堂吉诃德开始了他的骑士之路。而那个镇子的

名字我就不提了。”这是《堂吉诃德》的第一句话，作者卖的这个关子至今无从查证，但毋庸置

疑的是，托莱多一定是堂吉诃德冒险路上的一站。因为这座城市在中世纪时常住人口超过20万，

如此规模的城市在当时整个欧洲也没几座。

乘坐Samar（http://www.samar.es/

）公司的班车前往，从Esquivias到Toledo只有7点的大巴，45分钟到托莱多。托莱多的比萨格拉门

、苏克德贝尔广场和大教堂广场分别有为游客服务的“i”，可以拿到免费的地图。

阿尔卡萨城堡－主教堂－圣托梅教堂－埃尔�格列柯故居—圣母教堂－圣胡安教堂

下车的第一站就是老城城墙内的阿尔卡萨城堡（alcázar）。托莱多老城犹如一座大迷宫，街巷狭

窄曲折，有的沿阶梯高低起伏，有的铺砌石板或鹅卵石，漫步其中，随时都可以撞见一座教堂或

者一座古老的宫殿。参观托莱多城，大教堂也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它始建于1227年，但直到15世

纪才最终落成。大教堂拥有的丰富的雕塑装饰和艺术作品，称得上是一座精彩的宗教艺术博物馆

。

D3：托莱多Toledo——孔苏埃格拉Consuegra—埃尔�多波索El Toboso

从托莱多Toledo到孔苏埃格拉Consuegra有多趟公交，乘坐Samar（http://www.samar.es/

）公司的大巴，最早一趟是8点公交。晚上18:20，坐Samar（http://www.samar.es/

）公司的大巴前往Toboso。

孔苏埃格拉是堂吉诃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里有堂吉诃德的与之战斗的巨人：风车。

面对INFO，向左手边走，沿着摆着几个大垃圾箱的那条路一直往里（C/FREY FORTUNADO 走进

去之后如果看到左手边有个黄色的邮局correos就证明你走对了）。之后前面是一个岔路，有个指

示牌写着往右拐是去山顶城堡的路，但是那个开车的走的，不要管它，往左拐继续前行。再走个2

、3分钟会看到一个教堂，面对教堂向右前方的岔路继续走，走大概30-50米右手边就会出现一排

向上的台阶，这就是步行上山的路了。到山上的INFO大概要走10-15分钟，从山上的INFO走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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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Castillo10-15分钟（有英文解说，有山上唯一一间厕所，位置在城堡内部走完所有金属台阶之后

左手边，墙上有挂servicios的牌子，城堡的门票包括城区中心的博物馆）从城堡走到最顶的风车大

概要10分钟。

埃尔�多波索是堂吉诃德心仪姑娘的村庄，堂吉诃德向他梦中情人——杜尔西内娅村妇求婚。故

居百米外的小广场上，有个唐�吉诃德向杜尔西内娅单腿下跪求婚的黑色铁制雕像。感触堂吉诃

德为了他的梦中情人能从魔鬼手中解脱而疯狂痴癫的所作所为。

D4：埃尔�多波索Toboso－托莱多Toledo－雷阿尔城C.REAL

坐Samar（http://www.samar.es/）公司的最早一趟大巴05:45前往Toledo倒车。

到托莱多后，再坐9:30 的http://www.aisa-grupo.com/index.aspx公司大巴前往雷阿尔城。

雷阿尔城每天中午12点，塞万提斯先生都会领着他的两个徒弟从密室中出来给大家报时。拉曼却

的乡下，被一望无际的红色花朵渲染，它们说不定也是堂吉诃德先生选择在这里游历的另一个原

因吧。

D5：雷阿尔城C.REAL－ALMAGRO－雷阿尔城C.REAL－PUERTO LAPICE－雷阿尔城C.REAL

乘坐http://www.aisa-grupo.com/index.aspx公司大巴前往ALMAGRO和PUERTO LAPICE

最早是7点钟的班车，15分钟车程，1.68欧元；下午坐15:30的班车返回，车程半个小时。

赶16:30的班车去PUERTO LAPICE（C.REAL到PUERTO LAPICE班车还有17:30、18:00两趟）。晚上

，赶23:00的火车返回雷阿尔城，到雷阿尔城时间为23:59（4.6欧元）。

ALMAGRO是西班牙著名的喜剧之乡，与这条路上的其他小镇一样，到处都是唐先生的Logo。Par

ador de Almagro这家餐厅的招牌菜是堂吉诃德套餐，这是主菜，鱼肉与各种蔬菜的搭配。

PUERTO LAPICE是堂吉诃德出征时居住过的第一个旅店。这个全名叫温塔德堂吉诃德（Venta de

Don Quijote）的旅店是一个中国式的四合院。大门外矗立着手持长枪的堂吉诃德的铁制雕像。大

门口挂着“堂吉诃德旅店”的牌子。进门后，右边是一个专门卖关于堂吉诃德工艺品的商店，里

面是一个饭馆。实际上，这里现在都在用堂吉诃德的牌子来做生意。

D6：雷阿尔城C.REAL－昆卡cuenca

9点钟乘坐http://www.aisa-grupo.com/index.aspx

公司大巴前往昆卡，费用17.20欧元。到达时间12点15。

昆卡的老城区是西班牙最壮观的一个。堂吉诃德的冒险之旅并没有在此停止，从莫利纳—德阿拉

贡前往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的途中都留下了这位传奇英雄的足迹。昆卡古城有一间用堂吉诃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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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杜尔西内亚”命名的小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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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瓦伦西亚交通

西班牙国铁网站http://www.renfe.es/

，从马德里去里斯本，或是巴塞罗那到巴黎也可以从这里查到，可以查火车时刻和票价，单次买

往返有10%的折扣，用Euro<26的青年卡有20%的折扣, 有英文的查询界面，注册之后可以网上买票

，但其实没什么必要，网上的价格和火车站窗口买没什么区别，到达之后再买也完全可以。

网上购票页：

https://w1.renfe.es/vbi/indexu.html

巴士公司网站：

http://www.alsa.es/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线路。

http://www.continental-auto.es/index.do

大部分城市之间的巴士线路和票价，包括南部安达卢西亚省。

其他一些巴士公司：

http://www.daibus.es/htm/home.htm

http://www.auto-res.net/index.html?a

http://www.socibus.es/index.html马德里到塞维利亚汽车南站

境内廉航通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瓦伦西亚或是南部的塞维利亚。同时也有去罗马，布鲁塞尔和巴

黎还有其他一些城市的线路：http://www.vueling.es/EN/index.php

有西班牙各城市之间和Beleares（Ibiza， Mallorca，Menorca）海岛还有加那利（Canarias）群岛之

间的低价机票的网站（不过这些网站没有英文界面）：

http://web07.terminala.com/

http://www.edreams.es/

Beleares海岛Ibiza，Mallorca，Menorca几个岛之间的渡轮的购票和查询时刻表的网站，青年卡有折

扣，有英文界面：http://www.balearia.net/portada2.php

几家正式的航空公司，经常有各国城市之间的offer：

http://www.iberia.com/OneToOne/v3/home.do

http://www.spanair.com/es/

http://www.aireuropa.com/en/default.html

http://www.aircomet.com/

飞南美大部分国家首都的最划算的航空：http://www.airmadrid.com/inicio.do

   

1、行在瓦伦西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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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前往

飞机：Aeropuerto de

Manises机场位于瓦伦西亚市区西部，有航班前往马德里、巴塞罗那、马略卡岛、伊维萨岛等地。

铁路：Estación de Norte火车站位于市中心的Calle Jativa，每天均有火车班次往返马德里、巴塞罗

那、塞维利亚、阿里坎特、Jativa等地。火车站就位于市中心，站内设有旅游局，火车是前往瓦伦

西亚旅游的最佳交通工具。

长途巴士：Estación de Autobuses长途巴士站位于市区西北方的Avda. Menendez Pidal，距离火车站

大约25分钟的步行路程，有班车往返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马拉加、格拉那达、阿里坎

特等地。

海路：Estación Maritima港口是连接巴利阿里群岛的重要站点，每周约有6个航班开往马略卡岛。

每周另有约1个航班开至伊维萨岛和梅诺卡岛。逢旅游旺季还会加开航班。

2、市区交通

瓦伦西亚公交线路齐全，担承公交车游览十分便利。不过市中心区域不大，主要景点均步行可达

，可适时选择步行。

   

2、行在昆卡

1、如何前往

昆卡位于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铁路线间，从两地均有火车可达。从托莱多、马德里、特鲁埃尔（

Teruel）等地有汽车可达。

从T托莱多到达的汽车班次见关于托莱多的部分。

从马德里到达的汽车班次可查询http://www.avanzabus.com/。

从特鲁埃尔到达的汽车班次可查询http://www.samar.es/或http://www.estacionbus-teruel.com/。

2、与其它城市交通

从公共汽车站（tel 969227087；Calle Fermin Caballero）出发的班车通向马德里（9欧元，21/2小时，

每天九班）、巴伦西亚（12欧元，251/2小时-4小时，每天三班）和巴塞罗那（30欧元，91/2小时

，每天两班）。

昆卡的火车站（Paseo del Ferrocarril）开通了直达马德里Atocha车站（9.15欧元，21/2小时，每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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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和巴伦西亚（10欧元，3小时，每天四班）的火车。

3、市内交通

在长途汽车站或者是火车站附近乘坐1路或者2路公共汽车可以省去爬一段上坡路去Plaza

Mayor的麻烦。从火车站或汽车站走到Plaza Mayor也不到半个小时，适合慢走。

   

3、行在马略卡岛

1、如何前往

飞机：可从西班牙各大城市乘坐飞机前往马略卡岛Sant

Joan机场，从马德里出发约需1小时，从巴塞罗那出发需40分钟左右。

海路：从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皆可搭乘到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搭白天的快船约3小时45分钟可以到

达，晚上则需在船上过夜。

从机场到市区交通：

巴士：从机场到帕尔马火车站，帕尔马港均可乘坐1号巴士，车程约15分钟；车资1.8欧元

出租车：车资约1.5欧元

2、岛上交通

马略卡的公共交通很方便。帕尔马城及近郊有公共汽车，票价1.25欧单程，帕尔马城与岛上其他

城镇有中长途汽车和火车。东南部城镇与帕尔马之间的交通可以通过sollernet这个网站查询，网站

上的信息比较新，和实际仅有小小差异，西班牙广场的汽车火车总站进站右手边有

Information窗口，可以要到最新的时刻表。

1）帕尔马市区大巴

市区内巴士路线众多，车资单程1.1欧元，10张8欧元；参见

http://www.consorcidetransports.org/en/web/ctm/inici

2）帕尔马市与其它城市大巴

从帕尔马火车站200米处的Estacio

d'Autobusos巴士站，可搭乘巴士前往岛上各大城市。几乎岛上各城市的巴士站都在火车站附近。

帕尔马到波颜撒每日5班，车程约1小时；

帕尔马到索耶尔班次密集，车程约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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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到巴利德莫沙每日7班，车程约20分钟。

3）铁路：岛上有2条铁路，可通往索耶尔，近东北角的Port d' Alcudia

4）租车：岛上租车颇为方便，可咨询旅游服务中心。1天约30欧元。

5）租自行车：自行车到处都可以租。代替步行，骑车穿梭在老城区的小巷，是一个省时省力的方

式。

马略卡公交车显示屏显示停靠站站名和下站站名，但请务必搞清自己要下车的站名。

旅人提示：

马略卡周末的公共交通班次明显减少，特别是周日，不但公共交通班次剧减，而且绝大部分景点

关门大吉。比较合理的安排是工作日期间逛马略卡（可以比较轻松感受帕尔马古城和东南部的一

些小镇）。

   

4、行在托莱多

1、如何前往

1）马德里往返托莱多

铁路：从马德里–Atocha（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每天有多班火车往返托莱多，每天10班火车往

返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车程1个小时20分钟。（注意：Atocha火车站人较多，买票排队可能要花

去大量的时间。）

长途巴士：从马德里每日有多班汽车往返托莱多，几乎每半小时一班。直达车每半小时或一小时

一班，车程1小时30分；相对说来，除非已有火车票，否则汽车会是比较方便的选择。

马德里车站：Plaza Elíptica（地铁L6 Plaza Elíptica下车沿Terminal

Autobuses的指示出站，出地铁站后留意同层柱子上的紫色箭头标，有写着TAQUILLA

MADRID-TOLEDO EN EL NIVEL-3

按箭头指示即可找到ALSA的售票窗口）上车在5号或6号门，有电子显示屏的那一层。

票价：往返8.53欧（6欧以上可刷卡）

车程：50-60分钟

旅人提示：回程是没有电子显示屏提示的，在26-32站台，找ALSA公司的车，上车前记得确定下

是不是回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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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莱多往返昆卡

托莱多和昆卡之间的路程为2小时30分至3小时，班车时间为：

昆卡—托莱多：周一至周五05:30 06:30 16:00，周六08:00 16:00 ，周日和节假日17:00

托莱多–昆卡：周一至周五07:00 09:30 16:00，周六09:00 17:00，周日和节假日20:00

托莱多和阿兰胡埃斯（Aranjuez）周一至周五各有3班车次往返，具体车次可查询

http://www.aisa-grupo.com/index.aspx。

2、火车站、巴士站至市内交通

可以在火车站和巴士总站，搭乘5、6路公交车前往市区，在zocodover广场站下车。

3、市区交通

有观光火车，时间约50分钟，从索科多佛广场出发；

   

5、行在孔苏埃格拉镇

1、如何前往

1）从托莱多前往：

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地方——孔苏埃格拉镇（Consuegra）距托莱多70公里，每日有多班车次往返

。周末和节假日的班次会减少，4.73欧/人，约90分钟车程。运营公司：SAMAR。

购票及上车地点：即抵达时的下车地点，车票直接上车问司机买，是停靠站，要比时刻表提前15

分钟到站等车。其实一下车，过了桥，抬头就能看到风车，步行线路是向左的。

具体车次可查询http://www.samar.es/http://www.samar.es/transportes.php?id=2

（网站为西班牙语，左侧工具栏第一项Consulta de Horarios，即为班次时间表查询）

托莱多长途汽车站：下车后别急着上楼，进城的巴士就停在下车的地下一层。

2）从马德里前往：

去程马德里-孔苏埃格拉镇：9:00周一至周六、9:15

仅周日、14:00周一至周六、16:00仅周日、17:30周一至周六、20:00仅周日、周五；

返程孔苏埃格拉镇-马德里：6:30 周一至周五、9:00 周一至周六、15:15 周一至周日、19:15

仅周日（想看风车落日的注意了，只能周日往返）。

运营公司：ALSA。班次，可查询ALSA网站

                                             74 / 110

http://www.aisa-grupo.com/index.aspx
http://www.samar.es/http://www.samar.es/transportes.php?id=2


�������

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http://www.alsa.es/portal/site/Alsa?portal.alsa.request.locale=en_GB

2、小镇交通

步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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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瓦伦西亚住宿

   

1、住在托莱多

1、Hostal Toledo

Hostal Toledo酒店位于Toledo历史悠久的市中心边缘，该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区；

酒店提供带有免费无线网络连接且物超所值的住宿。客房简约而实用，且均设有空调和连接浴室

。酒店还设有酒吧和上网角，拥有配备了舒适沙发的电视室。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Red 6000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

前预刷其信用卡。酒店不接受美国运通卡作为付款的方式。

交通：距离市中心仅有10分钟步行路程。酒店外面有5路和10路巴士车站，由此乘车10分钟可抵达

Zocodover广场。距离巴士站仅有800米，距离公火车站有2公里，距离马德里只有70公里，道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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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路线极为便利。

办理入住手续从13:30 - 00:00 时

地址：Avenida Castilla la Mancha, 30, 45003 Toledo

双人间 39欧元；单人间 33欧元；双人间加床49欧元

2、Hostal Palacios

这间全新的小酒店位于历史悠久的Toledo的文化中心。酒店隶属于隔壁的知名餐厅。空调房以暖

色和质朴的风格装饰，配备了等离子卫星电视，并且能够欣赏到老镇Toledo的风景。酒店拥有自

己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可以用来计划前往美丽的Alcázar和其它本地景点的游览行程。经过一天的

观光，可以回到酒店附近的Restaurant

Palacios餐厅品尝美味的传统食品。网络连接免费！酒店在各处提供无线网络连接，不收费。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美国运通卡， 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

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双人间：40欧元起；单人间 30欧元起

餐厅营业时间：早餐08.15-11.30 ；午餐13.00-15.45 ；晚餐19.30-22.15（餐厅在周日不供应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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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在瓦伦西亚

火车站附近有小旅馆便宜但品质堪忧。真正不错的选择是在近红灯区的Barrio del

Carmen，而在Plaza del Ayuntamiento的旅馆虽价格较高，但相对较便利且安全。

1、Home Youth Hostel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这家位于瓦伦西亚中心最近经过整修的旅馆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是瓦伦西亚唯一一间旅馆，

在其宿舍提供双人床，而不是双层床。现代空调客房提供双人床和传统陶瓷地板，拥有当代艺术

装饰。旅馆距离景点仅有几米，例如大教堂和中央市场，漫步市中心很方便。旅馆还提供旅游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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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台，可享受有导游的旅游，而且还可租一辆自行车自己游览这个城市。提供免费的Wi-Fi。

地址：Calle Lonja # 4, 46001

电话：34 96 391 62 29

价格：4人间17欧元 

2、Home Backpackers Hostel

Home Backpackers宿舍位于巴伦西亚El Carmen区中心，为客人提供物有所值的住宿，适合在城市

欢度短假的客人入住。可前往宿舍的休息区喝杯饮料放松身心并与其他客人聊天。此处亦设有网

络设备方便查阅电子邮件。旅馆每一层都设有一个共用浴室。还设有两个屋顶露台，可于日间在

该处放松并享受日光浴，露台设有日光浴椅、冷水淋浴，可观赏城市的美景。宿舍内设有宽敞且

设备完善的共用厨房。旅馆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维萨卡，

欧洲/万事达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预定网址：http://www.wordmagicsoft.com/dictionary/es-en/acompa%F1ado.php 

地址：Plaza Vicente Iborra S/N

电话：34 963 913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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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6床13.33欧元，8床13.33欧元，12床12.22欧元，16床12.22欧元

3、Indigo Youth Hostel 

Indigo Youth Hostel青年旅舍位于市中心的卡门区，距离瓦伦西亚公共汽车站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

，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一间带24小时免费茶水和咖啡的公用厨房。旅舍拥有独特的绿色明亮

装潢，提供私人客房或宿舍间的床位。所有客房都设有暖气和公用浴室设施。宿舍间提供个人行

李储物柜。酒店在各处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美国运通卡，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

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双人间：36欧元；10人间12欧元；三人间48欧元；8人间13欧元；4床位14欧元/人

   

3、住在马略卡岛

1、Hostal Ritzi

Ritzi旅馆在Reina广场附近。旁边是皇宫和大教堂。从旧渔港步行五分钟可到。旅馆老板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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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客厅里还有卫星电视。 

电话 ：971714610

不带卫生间的单/双25/38欧元，带卫生间的双人间50欧元

交通：乘坐机场巴士到西班牙广场，然后乘坐15路公交到Reina广场；乘坐出租车直接到Reina广场

（约16欧元），车程约10分钟。

网址：http://hostalritzi.com/home

2、Hostal Brondo

旅馆是按照酒店标准提供服务的，公共区域很漂亮，房间干净、宽敞，有带浴室和不带浴室多种

房型可选，提供24小时服务。尽管不提供早餐，但是附近有许多不同档次的咖啡馆、餐馆可供选

择。 店主是英国人，态度和善。

位置：旅馆坐落在帕尔马老城中心，旅馆旁边是大教堂，海摊和所有必要的设施，如巴士站，出

租车站和网吧等，步行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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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前往：坐机场巴士到帕尔马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然后倒公共汽车或出租车到旅馆；从机场

直接到旅馆的出租车价格大约是16/18欧元，车程约10分钟。周日，节假日费用略高。

地址：Carrer Can Brondo 1

电话：971719043

网址：www.hostalbrondo.net

价格：不带卫生间单/双/三 40/55/65欧元，带卫生间的双人间6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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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瓦伦西亚美食

   

1、食在托莱多

1、Naca Naca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想吃夜宵或者是白天的零食？这里外卖带馅的面包卷。菜单提供了一个选择bocadillos（实心辊或

三文治）冷热，以及各种包装的饮料，糕点和小吃。三明治价格不贵，2€至3€，跟街对面的麦

当劳价格相仿。

地址：Plaza de Zocodover 7（索科多佛广场附近）

电话：92525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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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9am-11pm，周五9am-4am，周六和周日9am-11pm

2、La Abadia 

这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酒吧兼餐馆，有很多隔间，菜单上有三十多种不同的啤酒。走之前千万不要

忘记尝一尝sarten de

patatas（4欧元），一种盛在小煎锅里面的超凡美味，由土豆、鸡蛋、香肠和洋葱调制而成。

电话：925250746

地址：Plaza de San Nicolas3

主菜6-12欧元；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8am-午夜，周五和周六中午-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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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在帕尔马

想找帕尔马最好的餐馆，就必须穿过Placa de la Reina广场和港口之间迷宫一般的街道。Carrer

Apuntadores大街两边都是餐厅和酒吧，包括18号，一家便宜的外卖店Bar Dia。Yate Rizz（Passeing

des Born 2；含葡萄酒的套餐5.3欧元；时间周一至周六1-3：30pm）一顿三道菜的套餐在城里算是

最便宜的了，快乐的当地人和游客混在一起，肩并肩地围坐在铺着红色格子花纹桌布的餐桌旁。

Bon Lloc（tel 971718617；Carrer de Sant Feliu 7；套餐11欧元；时间周一至周六1-4pm）很受帕尔马

年轻白领的欢迎，这里供应可口的素食。还有La Bodeguita de Medio（Carrer Vallseca

18；时间周一至周四8pm-1am，周五至周六8pm-3am），有salsa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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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tlantico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酒吧有50年的历史，是一家地道的美国特色酒吧。深夜想喝一杯的好去处包括Atlantico（Carrer de

Sant Feliu 12），可以品尝独一无二的爽口鸡尾酒。

消费低于10欧元

营业时间：每天从18:3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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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staurant Celler Sa Premsa

这间仓库大小的当地餐馆成立于1958年。质朴的装饰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葡萄酒桶装饰空间，创造

一种特有的简单而原始氛围。菜肴种类繁多，是品尝马略卡菜肴最佳场所，同样也是品尝优良马

略卡葡萄酒的最佳地点，物有所值。

电话 ：971723529

网址：www.cellersapremsa.com

地址：Placa del Bisbe Berenguer de Palou 8

主菜7-8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中午-4pm和7：30-1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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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 Bodegk

这家餐厅并不知名，只是仅能容下七八张桌子的小餐厅，但在这里可以享受一次现场版的演奏。

当吉他手拨动第一个音符时，让人不经意间联想到三毛和荷西的浪漫。这是氛围最好的一家餐厅

。

地址：Carrer dels Apuntadors 3, Palma, Mallorca，靠近Cathedral, Placa de la Reina

（15路终点站旁边一条都是餐厅的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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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a Residencia （Deia村口，L210下车就能看到）

La Residencia坐落在Deia的村口，确切地说La Residencia是一个酒店。一条种着紫色勿忘我的小道，

通向大片草坪、柠檬树，爬满爬山虎的石屋，还有屋角的春暖花开。酒店的餐厅在室外，可以享

受傍晚懒洋洋的阳光。幽静的院落里只有两三手持香槟的客人。美酒在口，美景在望，奢华原来

并不一定需要城堡豪宅，金碧辉煌。山间小城，绿树石屋，也可以是奢华的另一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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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3、食在瓦伦西亚

1、Restaurante Valencia Once

餐厅外观优雅，而不华丽，良好的服务，餐具时尚。餐厅菜是经典和地中海的混合物，具有许多

创新的地方。可以享受从贝类，鱼类和肉类水稻带来味觉的享受。地点接近阿利坎特斗牛场，很

容易达到。它还拥有一个大型的免费停车场。

网址：http://www.valenciaonce.com/english.html

该餐厅招牌菜：海鲜饭Arroz Marinera（以贝类、龙虾为主料）

地址：Calle Valencia,11,Alicante（瓦伦西亚的阿里坎特）

交通：从火车站步行20分钟到Toros广场即可到达该餐馆。 

                                             90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389&do=album&picid=50537
http://www.valenciaonce.com/english.html


�������

瓦伦西亚：缤纷法雅

2、Restaurante Casa Julio

这个小地方很不错，不像其它地方那么拥挤，房间宽敞、间隔虽小，但非常安静。装饰现代、简

约，与墙壁和花岗岩地板相应。服务员年轻、友好且亲切。食品美妙，安排合理的菜单。

地址：Avda. de Niza, s/n, Playa de San Juan,Alicante

招牌海鲜饭：

Pallera Alicantine（以鸡肉、贝类、龙虾及蔬菜为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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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oz  Negro（以墨鱼墨汁为主料）

Arroz con Costra（以香肠、鸡肉及鸡蛋为主料）

3、Bar Pilar

在这家瓦伦西亚的传统饭馆里面，每个人都会品尝贝类，然后把壳扔到地板上的塑料篮子里。

地址：Carrer del Moro Zeit 13 Valencia,Valencia provincia,Espa�a

小吃价格：1.5欧元

营业时间：中午-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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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fé de las Horas

红色的墙壁，夸张的窗帘和壁画，一切都使得这里更像18世纪的闺房。这里还有镇上最好的agua

de Valencia（橘子汁和汽酒混合饮料）。

地点：Calle de Almodovar 1

营业时间：时间周一至周四4pm-1am，周五以及周日4pm-3：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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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瓦伦西亚购物

1、瓦伦西亚购物

若你想逛街并利用机会采购最新潮的货品，那一定要逛专卖店，流行物品的专卖店主要集中在阿

尔米兰提街（Calle Almirante）和喜格纳街（Calle Conde de Xiquena）上，一些西班牙及国际知名

的设计师也在这里开设店面。此外，在萨拉曼加区也有出售珠宝、鞋子、皮革制品、家俱等精品

的一流商店。

如果喜欢逛大商场，在公主街、哥雅街、卡斯提亚那街（Calle

Castellana）及太阳门周围分布着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

如果想淘点价廉物美的旧货，切勿错过路边户外市场，可以去位于卡斯喀罗广场附近的露天旧货

市场（Rastro），那里每星期六和星期天开市，从服饰至古董等各种货品，一应俱全。你会在此

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古董、唱片、绘画、饰品、衣服甚至是一些旧卡片。

如果喜好逛食品市场，中央市场（Mercado

Central）是个不错的选择，各种水果令人眼花缭乱，摩登式的建筑外观也值得一观。

2、托莱多购物 

托莱多古城一种叫“达马斯奇纳多”的金银箔丝镶嵌饰品，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工艺。这种把金银

丝镶嵌在首饰、枪把、银盘上的古老技艺，是西班牙王公贵族的最爱，在许多西班牙博物馆里保

存下来的文物中，都可看到这种手工艺。如今托莱多沿袭传统，把金银镶嵌应用到现代饰品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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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胸针、手镯等上，深受女性欢迎，在Toledo的大街小巷都有售，在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市的百

货公司都有专柜出售。不过如今也有不少由于批量生产而质量略次。杏仁糕Mazapán也是Toledo

的特产，尤以已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牌Santo Tomé糕饼店的最为出名。这家老店在Plaza de

Zocodover和Santo Tomé教堂旁边各有一家分店。（建议如果之前没有吃过，第一次不要买太多

，先尝过喜欢后再多买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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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瓦伦西亚旅游关键词

1、名人

格列柯Greco（西班牙绘画奇才） 

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1614年4月7日卒于托莱多。原名D.特奥托科波洛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由于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后被称为格列柯（El Greco），意即希腊人。早年，

在故乡学画，1560年到了威尼斯，进入提香的画室，这使他从中世纪美术的圈子走向一个新的时

代。

格列柯是一位天才而又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的作品像一块多棱镜，曲折地反映了西班牙16世纪下

半叶动汤的西班牙社会和没落旧贵族的精神危机。他的局限性是未能走出贵族世界而与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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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结合。20世纪初，他的艺术重新被认识，作品中所具有的现代性备受欣赏和注目。 

胡安�米罗

胡安�米罗（JoanMiro，1893—1983），西班牙卡塔卢奇亚人，1893年4月20日生于西班牙巴塞罗

那，世界知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和一生都与Maeght家族和Fondation的设立相关，其艺术是

来自纯粹的创造冲动，不受传统和美学原则的限制，在形式上常撷取幻想，荒谬或充满诗意的意

象。他的画中往往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形，而只有一些线条、一些形的胚胎、一些类似于儿童涂

鸦期的偶得形状。颜色非常简单，红、黄、绿、蓝、黑、白，在画面上被平涂成一个个的色块。

看起来，这些画自由、轻快、无拘无束。其实是艺术家自由幻想和深思熟虑相结合的结果。尽管

米罗的画天真单纯，仿佛出自儿童之手，但它们绝没有儿童画的稚拙感，它们是缜密思考后的流

畅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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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和荷西

三毛英文名叫ECHO，三毛本是笔名，曾就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肄业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

西属撒哈拉沙漠加纳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脍炙人口的作品。1981年回台后

，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1991年1月4日在医院去世，享

年四十八岁。荷西全名荷西�马利安�葛罗（Jose Maria Quero Y Ruiz），是三毛的丈夫，比三毛

小8岁。1951年10月9日，荷西出生于Jaen的Andujar市，家中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妹。1973

年，在非洲沙漠小镇（今撒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阿尤恩）与三毛结婚；婚后定居于西属撒哈

拉的加纳利群岛Gran Canaria 北部的一个叫做Telde小镇上的海边社区。1979年9月30日，荷西在拉

芭玛岛的海中潜水时遇意外丧生。荷西之墓位于El Cementerio de Esta Ciudad，Santa Cruz de La

Palma岛。三毛与荷西的家在大加那利岛的滨海小镇泰尔德（Telde）的Lope de Vega街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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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

《夏日农庄》

作者彼得�科尔（Peter Kerr）是道地的苏格兰人，曾出版两本关于地中海马略卡岛的畅销旅游著

作。夏日农庄为其中之一，该作品描写他们一家人在马略卡岛生活的点滴。向来抱持今日事今日

毕生活态度的彼得柯尔，举家从苏格兰搬到西班牙一处与世隔绝的美丽山城─马略卡岛，当起果

农种起了橘子树。在马略卡岛，彼得一家人的生活因语言的隔阂，及生活节奏的差异，而产生了

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糗事，但也处处充满感动的人情味。诙谐、幽默的笔触，足可媲美Peter

Mayle的《山居岁月》。

《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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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作者塞万提斯。主要描写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社

会上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并揭示出教会的专横，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堂吉诃德》问世

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历史年代，不同国家都流传着。别林斯基曾

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成了脱离实际、热忱幻想，主观主义，迂腐顽固，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同义语。革命导师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形象在今天仍保持它的意义。

《马略卡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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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具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乔治�

桑是一位多产作家，她一生写了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以及大量书简

和政论文章。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期间，曾为治疗肖邦的肺病，乔治�桑带着肖邦

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到西班牙的马略卡岛疗养。肖邦娇生惯养，对一切都很挑剔。在乔治�桑无微

不至的关爱和呵护下，逐渐平静下来，又坐到钢琴前面，弹出热烈奔放的乐曲。安静的修道院充

满了琴声，悠扬甜蜜，如情话绵绵。乔治�桑通晓音律，成为肖邦最敏感的听众，听得懂音乐家

心潮起伏和含蓄的表露，并能用清秀的字迹记录下弹奏者所希望的艺术和精神境界。一个指尖在

键盘上跳跃，一个笔尖在稿纸上舞蹈，心心相印，琴瑟之和。爱情成为作曲家的动力，肖邦在马

略卡岛上完成了《叙事曲》和《前奏曲》二十四首中的二十首，很多乐曲是焦急等待乔治�桑夜

间散步回来时，灵感大发而成。爱情也使作家产生了激情，以每天二十四页的速度，修改长篇小

说《莱丽娅》，写作《斯皮里底翁》、《贺拉斯》和散文《马略卡的冬天》。

4、音乐

Prelude 《雨滴》

流行甚广的《雨滴》前奏曲，它始终反复着一个单音，并伴随着单调的节奏，的确有雨水滴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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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这首降D大调前奏曲《雨滴》，创作于一八三八年秋天，活跃在巴黎乐坛上的肖邦肺病恶化

，为了换一个环境为肖邦养病，乔治�桑带着肖邦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到西班牙的马略卡岛疗养。

这是个地中海上的岛屿，气候很好，但是不幸他们住了不久便赶上雨季，肖邦因感冒而病情近一

步恶化。岛上的居民看到肖邦的样子，生怕传染病在岛上传播，便不准他们住在村镇里，他们只

好住在山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 

有一天，乔治� 桑上街买东西，恰巧下了大雨，迟迟不能回来。肖邦躺在家里即寂寞又惧怕。正

在这时候，房间又漏雨，滴滴答答令人心烦。肖邦在不耐烦之中，起身写作，一口气完成了这首

著名的前奏曲。乔治�桑后来回忆说：“—个悲惨凄苦的雨夜，当我带着孩子回到房间时，他正

在钢琴旁弹奏着一首奇异的前奏曲，肖邦在这首前奏曲中，形象化地使用了一个固定的单音，它

伴以单调的节奏型，好象是对有节奏的雨滴声的描绘。这首前奏曲的音乐形象虽然比较单一，但

它仍然有许多细腻的变化。乐曲的开始部分十分抒情，歌唱性的旋律伴随着悠悠自如的“雨滴”

声，仿佛是从朦胧的雨中传来的田园牧歌。

5、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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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源出一个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奥尔加斯伯爵是托莱多的名绅，大财主，

全名是唐�冈萨雷斯�鲁伊斯。作为托莱多市民，他被选为卡斯迪拉教区的书记长，曾向圣多米

教堂施过大笔财产。由于他虔诚于教会事业，1312年死时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应埋葬在这个教堂

内。但当举行葬礼时，发生了惊人的奇迹：天国派了两位圣徒--圣斯蒂反与奥古斯丁--从天而降，

亲手为他埋葬，把他的尸体送还大地。画家把这幕传奇圣迹作这样安排：画分两部分，上部是伯

爵被召回天国的情景，下部是下葬的场面。在下部，在安放遗体棺材的右侧，一主祭正在人群中

虔诚地读着经文，左侧一僧侣低首静思，好象是在与遗体告别⋯⋯画家可能是想使三层世界，即

天国、古代、现代结合成和谐的一体，以表现宗教观念的纯粹幻觉。画上人物的细长形与苍白色

的脸色，又使全画增强了情景的肃穆与崇高感。除了前景的银白与金黄色之外，全画是以深蓝、

红并配以强烈的灰褐色来衬托的；伯爵身上闪亮的甲胄和天上灰黑的调子，构成了真实与虚幻的

视觉对比。 

6、体育

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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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队即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Valencia Club de Fútbol）是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足球俱乐

部之一。1919年创立，位于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瓦伦西亚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老牌

球队，会员人数为西班牙第三多。早期球队因身穿白上衣和白短裤，故西班牙有“白幽灵”之称

。瓦伦西亚素以风格平稳见称，其特点为快速攻守转换，高效防守反击。瓦伦西亚曾赢得6次西甲

冠军、7次西班牙杯冠军、3次欧洲联盟杯冠军、1次欧洲杯赛冠军杯冠军和2次欧洲超级杯。

瓦伦西亚赛道 

瓦伦西亚街道赛道是欧洲大奖赛举办地。瓦伦西亚赛道的设计师是著名的HermannTilke，他还设

计了包括中国上海赛道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赛道在内的诸多现代赛道；这条赛道围绕着瓦伦西亚

海港中心和码头而建，并将靠近海港一边的建筑和空间利用到了极致，使得比赛时赛车在某些赛

段仿佛就是在水面掠过。赛道还包括了一条横跨瓦伦西亚运河的斜拉大桥，瓦伦西亚同样是地中

海沿岸的度假胜地，风光秀美，这里还有举办美洲杯帆船赛的码头，今年的第32届美洲杯帆船赛

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在一级方程式的比赛日程上，能够让我们如此享受地中海风光的只还有富有

传奇色彩的摩纳哥赛道。

看步鞋C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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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装迷来说，来自西班牙的看步（Camper）品牌绝对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如决意走在潮流的最

前头，那么看步（Camper） 休闲鞋是不可不识的。看步（Camper）在西班牙方言里是对Mallorca

岛上农夫的称呼，设计灵感也来自于岛上农夫们穿的鞋。1975年诞生的第一双Camper鞋名为Cama

leon，它其实是Mallorca岛上自古流传下来的农夫们爱穿的休闲鞋款。这双鞋是由磨破的轮胎和马

车的帆布制成，鞋底则来自废弃的轮胎，以麻线缝制而成。随着时间发展，看步（Camper） 的设

计灵感往往是来自生活点滴，以身边的对象作为素材。要论看步（Camper）鞋中的经典，不得不

提以保龄球鞋作蓝本的Pelotas。自1995年诞生以来，Pelotas已成为看步（Camper）鞋最受欢迎的系

列，销量超过百万双。网址：http：//www.camper.com/。

7、拉曼查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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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亚洲人知道西班牙是葡萄酒生产国，但它的葡萄酒产量仅次于意大利和法国。西班牙各地几

乎都生产葡萄酒，以里奥哈、安达鲁西亚、加泰隆尼亚三地最为有名。靠近首都马德里的拉曼却

地方街道的葡萄酒，几乎占西班牙所有产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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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旅人提示

1、昆卡旅游实用信息

昆卡旅游局

地址：Plaza Mayor 1

电话：969232119

邮箱：ofi.turismo@aytcuenca.org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am-9pm，周日9：30am-2：30pm

就在广场的拱门嵌，对旅游者帮助很大。 

昆卡的糕点，盒子上印有角楼的照片；糕点下是昆卡著名的陶器(图片由网友  @谢文婷 提供)

Ciber Viajero网吧

地址：Av Republica Argentina 3

电话：969236696

每小时2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am-2pm和5-1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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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略卡岛旅游实用信息

马略卡岛游客服务中心

地址：Placa de la Reina 2

电话：971 712 216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8:30-20:30；周六9:00-14:30

网址：www.informallorca.net

此为全岛性的旅游服务中心，在机场还有一处游客服务中心。

帕尔马市游客服务中心

地址：Parc de les Estacions帕尔马火车站

电话：971－754－329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9:00～20:00；周六9:00～13:30

此为帕尔马游客服务中心，另一处在Passeig des Born 3。

Big Byte网吧

地址：Carrer Apuntadores 6

电话：971711754；

每小时2.75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0am-10pm，周五10am-6pm，周六和周日11am-7pm

旅游总局

地址：Placa de la Reina 2

电话：971712216

网址：www.a-palma.es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am-8pm，周六9am-2：30pm

3、托莱多旅游实用信息

北城门旅游服务中心

地点：Puerta Nueva de Bisagra

电话：925-220-84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周六 9:00-19:00 周日9:00-15:00

网址：www.jccm.es

市政府旅游服务中心

Toledo火车站设有旅游办公室。另外，市政府大楼底层也设有旅游信息问讯处。

如何找旅游办公室位置：下车后顺着人流走，坐电梯进入候车大厅，从左侧的出口出去，出门后

向右手边沿着马路一直走，大概2、3分钟后会看到路口，向右的方向是一个上坡，坡旁边有城墙

。沿着城墙一直上坡，走到Puerta de

Bisagra，城门对面有个深棕色的平房，那就是INFORMATION，进去要份地图。

4、孔苏埃格拉镇旅游实用信息

下车之后看到的玻璃建筑就是INFO，周一到周日都有开，营业时间约为10:00-14:00，16:00点-20:00

。（INFO和旁边的玻璃建筑中间有一个小摊位卖churro（西班牙的油条）味道还8错，晚上等车的

时候可以垫垫肚子。）另外一个INFO是在山顶第一座风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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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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